
 
 

BBC LEARNING ENGLISH 
Question and Answer of the Week 你問我答 
多義詞“appeal”的常見用法 

 
 關於臺詞的備註: 

這不是廣播節目的逐字稿件，本文稿可能沒有體現錄製、編輯過程中對節目做出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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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ying 
大家好，歡迎收聽 BBC 英語教學的“你問我答”節目，我是佳瑩，這是一檔幫助英語

愛好者答疑解惑的單元，本期節目的問題來自聽眾 Jean，問題由我來代讀。 

 
Question 
Hello! 我想問一下，“appeal”有很多種用法，但是我都不是很理解，是否可以講解

一下“appeal”的常見用法，謝謝。 

 
Jiaying 
聽眾 Jean 想知道“appeal”的含義和用法，沒錯，“appeal”有多個用法，它既可以

作名詞，也可以作動詞使用，下面，我們將重點講解“appeal”的三個常見含義，並

通過大量的例句來幫助大家理解不同含義之間的區別。 

 
先來看“appeal”的第一個含義：當它作不可數名詞使用時，描述“使人或事物有吸

引力的品質”，即“魅力”，聽兩個例句。 

 
Examples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everyone likes this new singer so much. What’s the appeal? 
（真不明白為什麼人人都這麼喜歡這個新歌手，魅力何在？） 

 
It used to be one of the best restaurants in the city but it has lost its appeal. 
（這家餐廳曾是市裡數一數二的館子，但它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Jiaying 
在與“wide、certain”或“particular”等特定形容詞搭配時，“appeal”可以作可數

名詞使用，意思還是“吸引力”，聽兩個例句。 

 
Examples 
It’s a very popular TV series – it has a wide appeal. 
（這是一部非常受歡迎的電視連續劇，有廣泛的吸引力。） 

I decided to buy the house. It needs a lot of work, but it has a certain appeal. 
（我決定買下這棟房子，它有很多要修繕的地方，但有種特別的吸引力。） 

 
Ji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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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動詞時，“appeal”的意思是“引起某人的興趣或對某人有吸引力”，它是規則動

詞，但由於“appeal”描述的是一種狀態，所以不能用在進行時中，動詞“appeal”

後面常接介詞“to”，引出被吸引的人，即“appeal to someone”，請聽兩個例句。 

 
Examples 
Golf doesn’t appeal to me. I like more exciting sports! 
（高爾夫對我沒有吸引力，我喜歡更刺激的運動！） 

 
It’s a new social media platform designed to appeal to young adults.  
（這是一個新的社交媒體平臺，旨在吸引青年人。） 

 
Jiaying  
接著，來看看“appeal”的第二個常見含義，我們同樣先從“appeal”的名詞用法說

起，再看它的動詞用法。 

 
“An appeal”指“向公眾的呼籲，請求資金、資訊或説明”，常在媒體或公共平臺上

聽到這個用法，因為這種呼籲的目的是得到廣泛的回應，在表達這個意思時，名詞

“appeal”總是可數的，它常與“make、issue”或“launch”等動詞搭配使用，表示

“發起呼籲”，聽兩個例句。 

 
Examples 
The police have issued an appeal for any information that might help with their investigation. 
（警方呼籲人們提供任何可能有助於他們調查的資訊。） 

 
The charity has launched an appeal for donations to help rescue animals injured in the 
hurricane. 
（該慈善機構發起募捐活動，幫助救助在颶風中受傷的動物。） 

 
Jiaying  
“Appeal”的動詞形式也是“appeal”，意思是“向公眾發起正式或嚴肅的請求，通

常是為了請求資金、資訊或説明”，搭配“appeal for”後面引出所請求的事情；搭配

“appeal to”後面引出呼籲的對象，來聽兩個例句。 

 
Examples 
The police have appealed to the public for any information that might help with their 
investigation. 
（警方呼籲公眾提供任何可能有助於調查的資訊。） 

The charity is appealing for donations to help rescue animals injured in the 
hurricane. 
（該慈善機構呼籲捐款，來幫助救援在颶風中受傷的動物。） 

 
Ji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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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來說說“appeal”的第三個主要意思：名詞“appeal”用於法律語境中，表示

“上訴，申訴”。在表達這個含義時，“appeal”作可數或不可數名詞，我們來聽兩

個例句。 

 
Examples 
His appeal was successful and all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were dropped.  
（他上訴成功，針對他的所有指控都已撤銷。） 

 
She argued that the fine was too much and the judge agreed. It was reduced on appeal. 
（她辯稱罰款金額過高，已被法官批准，經上訴，罰款被減少了。） 

 
Jiaying 
在法律語境中，“appeal”也可以作動詞，表示“向法院或官方正式請求改變判決，

上訴”，如果我們想提及這個判決或決定，可以用介詞“against”：“appeal against

（對…裁決提出上訴）”；如果想提及所詢問的權威，就使用介詞“to”：“appeal to

（向某人提出異議、上訴）”，請聽兩個例句。 

 
Examples 
He appealed against the sentence and was successful.  
（他對判決提出上訴並上訴成功了。） 

 
Lots of the football players appealed to the referee but the decision remained the same. 
（許多足球運動員向裁判提出異議，但決定仍然不變。） 

 
Jiaying 
謝謝聽眾 Jean 的問題，歸納一下前面講過的內容：“appeal”既可以作名詞，也可以

作動詞使用，有三個主要意思：談論“人或事物的吸引力或魅力”；“向公眾呼籲或

懇求資金、資訊或説明”以及在法律語境中談論“上訴，異議”。 

 
如果你在英語學習中遇到了難題，歡迎透過微博向我們提問，我們的微博帳號是

“ BBC 英 語 教 學 ” ， 你 也 可 以 發 郵 件 給 我 們 ， 郵 箱 位 址 是 ：

questions.chinaelt@bbc.co.uk 謝謝收聽“你問我答”節目，我是佳瑩，我們下次再會！ 


